
特刊│04~052018年9月4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曾鸣 刘志强 李倩 美编 刘竞

□本报记者 赵振杰

2009年至今，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2017年，中非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4%。中国近3年对非洲年均直接投资保
持在30亿美元左右。这一串数字背后，河南贡献了
多少？河南与非洲国家又有哪些经贸往来？

20多个国家见证频密投资贸易

河南省商务厅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省对
非洲的尼日利亚、乌干达、南非、赞比亚等 14个国
家对外投资项目共 18个，投资总额 22263.02万美
元，目前全省在非洲投资国家超过 25个。郑州海
关对非洲的进出口统计则显示：2017年我省对非
洲进出口总值 161.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5%，
占同期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1%。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南对非洲
的投资领域相对比较宽泛，大项目相对集中，主要
涉及政府廉租房项目、矿产勘探开发、道路桥梁房
屋建筑等领域。”

扎根非洲较早的企业中，河南国基建设集团值
得一提。2003年，河南国基将塞拉利昂作为向非
洲市场进军的桥头堡，2005年成功在塞拉利昂首
都建立集生产、仓储、物流、贸易、服务于一体的“国
基工贸园区”，建成后被塞国政府指定为招商引资
的典范。2014年和 2015年，国基集团承建的莫桑
比克“国基理想城”项目和赞比亚“银憩花园”项目
先后荣获了“境外鲁班奖”，这也是我省建筑企业首
获“境外鲁班奖”。

当然，在非洲有建树的大企业还不少：河南中
非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乍得设立中乍冶金有限
责任公司，从事轧钢、炼钢及废旧钢材回收冶炼；河
南省荣庆实业有限公司在埃塞俄比亚协议设立帝
缘陶瓷有限公司，从事陶瓷产品及其他辅助产品的
制造和销售；中原能矿东非矿业有限公司在坦桑尼
亚协议设立中原能矿（坦桑尼亚）开发有限公司，从
事矿业勘探与开发等。

我省与非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产品是什么？
郑州海关提供的数据很清楚：发制品为我省主

要出口产品，矿产品为主要进口产品。2017年，我
省对非洲出口各类发制品 45.2 亿元，同比增长
27.4%；此外，出口客车 5.8亿元，同比增长 31.2%；
进口方面，我省自非洲进口铁矿砂 6亿元，进口锰
矿砂4.1亿元，进口铬矿砂3.6亿元。

承包工程不忘履行社会责任

说到我省与非洲的经贸往来，对外承包工程也
是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我省在非洲对外承包
工程及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额 214375万美元，占全
省新签合同总额的 56.8%；完成营业额 116546万
美元，派出人数7016人次。

“随着我省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经济往来更加频繁，我省对外承包工
程额也在不断提高。”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

河南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不忘履行社会责
任。

我省“走出去”的代表性企业之一河南国际合
作集团，在非洲多个国家拥有建设和在建项目，解
决了大量当地人的就业问题。

不仅为当地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河南国际还通
过多种方式进行培训，传授专业技能和管理知识，
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职业能力。承建赞比亚的曼萨
（Mansa）—陆温古（Luwingu）205公里道路升级
项目，河南国际施工期间坚持履行社会责任，项目
部在项目沿线举行大型义诊、艾滋病防治活动和道
路安全宣传等社会责任活动 80余次，当地累计受
益居民逾两万人次，项目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③8

投资国家超过25个 年贸易额160多亿元

豫非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烜)当我国
中西部地区 10 多年前大规模承接东南沿海省份
产业转移时，地处中原的瑞贝卡发制品公司已经
把假发工厂建到万里之遥的非洲的尼日利亚、加
纳，并使之成为瑞贝卡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一环。

8 月 31 日 13 时，记者视频连线瑞贝卡发制
品（尼日利亚）公司经理赵晓宇时，由于时差关
系，他所在的西非第一大城市——尼日利亚拉各
斯市刚刚迎来第一缕晨光。

赵晓宇介绍，2003 年，瑞贝卡看准了非洲市
场的巨大商机，果断在拉各斯市投资建起假发工
厂，每年生产 600 万条化纤发条和大辫产品。在
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不少非洲球迷头戴的五彩
斑斓的假发辫，就是由他们生产的。

随后，瑞贝卡公司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市创办
了其在非洲的第二个假发工厂。如今，瑞贝卡公
司在非洲的年销售额逾 8亿元，市场占有率位居
同行业第一；在非洲建厂投资总额达到 3000万美

元，位居同行业第一；招聘当地员工 4300人，占其
在非洲员工总数的 99.1%，且企业高管有一半为
当地人。

“非洲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假发市场，‘一带
一路’建设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瑞贝卡发
制品公司总经理郑文青说，下一步，瑞贝卡将以
市场为导向，以研发为核心，进一步提升产品的
时尚度和文化品位，更好地满足非洲消费者的
需求。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马甲恒）9月3日
下午，河南省泓泽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芳带队
飞赴尼日利亚，参加在当地举办的国际贸易展。泓
泽服饰的产品近年来远销非洲、中东等地的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和我们发生贸易的非洲国家
只有三四个，今年已增加到20多个；对非洲的销售
额占公司销售额的比例也由去年10%提升到了今年

的40%多。”该公司董事长张红喜说。
位于漯河市郾城区的泓泽服饰是漯河市对非

洲贸易的亮点之一。漯河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非洲成为漯河市第一大出口市场。最新统计显
示，今年 1月至 7月，非洲有 21个国家与漯河市有
贸易往来，较去年同期增加 7个国家；漯河市对非
洲贸易进出口企业达 69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17

家；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 11.84 亿元，同比增长
31.43%，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37.9%。其中，漯河
市对非洲出口企业达 43家，出口额 11.82亿元，同
比增长31.4%，占全市出口总值的42.6%。

此外，中非友好经贸发展基金会还先后与漯河
市有关方面签署协议，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友好信
息产业园以及电商物流产业园。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黄志）“河南矿
山的起重设备产品过硬，施工质量过硬，为蒙内铁
路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9月 3日，中国路
桥蒙内铁路项目部经理汪道明对记者说。

“从制造到现场施工，从整机到每一个螺丝钉，
我们都以最认真的态度和最严格的标准对待。”作
为长垣县的一家民营企业，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
司董事长魏学明，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参与蒙内铁路
建设情况。

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
大港蒙巴萨港，全长480公里，被肯尼亚人誉为“世
纪铁路”。通车一年多来，蒙内铁路便捷、高效、安
全、舒适、准时的客货运服务赢得了肯尼亚人民的
交口称赞。

这条铁路沿线的车站、机务站、货场、港口等的
起重装备全部采用了河南矿山的产品。2016年 9
月，河南矿山竞标成功，为蒙内铁路建设提供了价
值3100余万元的集装箱门吊起重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河南矿山积极拓展国
际市场。截至目前，河南矿山的起重装备已遍布非
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涵盖仓库、厂房、港口、车站
等项目，出口额超过4亿元。③5

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9月 3日下午，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题为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中如此
宣示。

这是继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和
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中非友好大家
庭的又一次大团圆。

秋光灿烂，晴空澄澈。下午 4时许，中非
合作论坛非方成员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
表团团长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等相继抵
达人民大会堂。

来宾中，既有来自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布基纳法索这 3 个论坛新成员的领导
人，也有吉布提总统盖莱、赤道几内亚总统奥
比昂等出席过前两次峰会的老朋友。不远万
里而来，合作共赢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苏绣壁画《长城》恢弘
大气，寓意友谊绵延万里。习近平主席热情迎
接外方领导人，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随后，中外领导人集体合影。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和非洲将如何
共叙友情，共商合作，共话未来？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里灯光璀璨，花团锦
簇。主席台后幕上，中非合作论坛会徽高
悬，“合抱之手”意涵隽永。中国和 53 个非
洲国家国旗、非洲联盟会旗整齐排列在巨幅
蓝色背景板前，传递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的共同心声。

下午 4时 45分许，峰会隆重开幕，习近平
主席发表主旨讲话。

“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
这是同心同向真诚合作的期盼，这是携手

前进共创未来的信念。
掌声如潮，经久不息。
——掌声中，中国和非洲在逐梦道路上结

伴同行。
会场内，中非各界人士约 3200人认真聆

听讲话。他们不会忘记，中国和非洲风雨同
舟、患难与共，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的兄弟情谊。

今天的非洲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
振兴，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中国相信中非合作的必由之路就是发挥
各自优势，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结
合，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我们要抓住中非发展战略对接的机遇，
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身
处新时代，展望新未来，中国和非洲信心满怀、
脚步坚定。

——掌声中，中非命运共同体未来蓝图更
加清晰。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
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
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早已结成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
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
六个“携手打造”关键词，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

——掌声中，中非合作被注入强劲的中国
力量。

“中国决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
源类产品”。

“支持设立旨在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的
中非创新合作中心”。

“中国决定优化升级 50个医疗卫生援非
项目”。

……
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

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
全——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推进约
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
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 3年和今后
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35分钟讲话，20多次热烈掌声，代表了与
会者的共鸣与心声。讲话结束，现场嘉宾纷纷
起立向习近平主席鼓掌致意。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为中非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论坛共同主席国南非
总统拉马福萨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
的新举措，将对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
深远的影响。

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说，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的努力已经充分
表明，一个更加强大的非洲是发展的机遇，与
非洲合作大有前景。

中非合作的时代强音在会场内外回响。
无论是数千名前来报道的中外记者，还是受邀
参会的中外人士，他们把中非合作论坛的友好
之声进一步传向世界。

从人民大会堂眺望远方，于古都北京展望
未来，中国梦与非洲梦由此插上合作共赢的翅
膀，比翼翱翔在充满希望的筑梦之路上。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同心逐梦，共筑美好未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侧记

聚焦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
出席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

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和夫人。这是晚宴前，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和夫人在巨幅苏绣壁画《长城》前合影留念。新华社发

假发大王瑞贝卡加速掘金非洲

非洲成漯河市第一大出口市场

长垣起重“添彩”蒙内铁路

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任何
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
大团结！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
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
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
车。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
非人民振兴的步伐！

凡是答应非洲兄弟的事，
就会尽心尽力办好。

中非合作好不好，只有中
非人民最有发言权。任何
人都不能以想象和臆测否
定中非合作的显著成就！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
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
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
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
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
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
到这‘五不’。

9月 3日下午，2018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
话。这些“金句”掷地有声，直
抵人心，会场掌声不断！

金句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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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 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
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和
夫人。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当晚的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欢乐祥和。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亲切握手，互致问
候。56位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手持中非合作论
坛成员方国旗、会旗，热烈欢迎中外领导人夫
妇，手拉手一一引领领导人夫妇集体合影。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领导人及夫人在巨幅苏
绣壁画《长城》前合影留念。随后，壁画打开，中
外领导人夫妇在汉白玉台阶前驻足，欣赏童声
合唱《茉莉花》。在前往宴会厅沿途，盛装的青
少年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
宾们共同步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热烈欢迎各位领导人的到来。习近平指出，
12年前，中非领导人在北京欢聚一堂，共叙友
谊，共商合作。12年后，我们再次在这里共襄盛
举，秉持初心，继往开来。12年来，中非关系始
终健康快速发展，各层次交往更加密切，
各领域合作更加红火，中非友好大家庭

力量更加壮大，中非人民命运更

加紧密在一起。中国的“非洲元素”和非洲的
“中国元素”交相辉映，中非人民交流多姿多彩，
亮点纷呈。

习近平强调，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
决心，一起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绘制蓝图，共同奏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恢弘乐章；一起为全面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
动”作出规划，携手推进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
路”伟大进程；一起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贡献智慧和力量，协力铸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坚强支柱。中国愿同非洲国家一道，以行
动兑现承诺，以实干书写历史，让中非人民生活
更加幸福美满，让中非友谊的明天更加光辉灿
烂。

论坛共同主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代表非
洲国家致辞。他表示，中非合作论坛是南南合
作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非洲国家要实现
《2063年议程》伟大愿景，中国是可以信赖的合
作伙伴。论坛北京峰会必将使非中关系提升到
新的高度。

习近平同各国领导人亲切交谈，共同祝愿
中非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进步，人民幸福安康，

祝愿中非合作论坛踏上新征程，开启新篇
章，祝愿北京峰会圆满成功。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观看
文艺演出。

“河南制造”在非洲

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的非洲员工与当地居民在
公路旁合影。 新华社发

2018北京峰会

日期：2018年9月3日—4日
地点：中国·北京
主题：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
旨讲话，提出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
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
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

中非合作论坛目前有中国、53个与中国建
交的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共 55 个成
员。其中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布基纳法
索 3个国家成为新成员

本次峰会重点探讨加强中非在共建“一带一
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
《2063年议程》等领域合作

历届中非合作论坛

两次峰会暨部长级会议

~1~
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日期：2006年 11月3日 召开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2006年 11月4日—5日 召开北京峰会

地点：中国·北京
主题：友谊、和平、合作、发展

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
年）》

中非双方决定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中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 8
项政策措施

~2~
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日期：2015年 12月3日 召开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地点：南非·比勒陀利亚
日期：2015年 12月4日—5日 召开约翰内斯堡峰会
地点：南非·约翰内斯堡
主题：中非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
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2016—2018年）》

中非双方决定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为夯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出“五大支
柱”、着力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其他部长级会议

第一届 部长级会议 地点：中国·北京
时间：2000年 10月 10日—12日

第二届 部长级会议
地点：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时间：2003年 12月 15日—16日

第四届 部长级会议 地点：埃及·沙姆沙伊赫
时间：2009年 11月8日—9日

第五届 部长级会议 地点：中国·北京
时间：2012年7月 19日—20日

下图：9月 3日，2018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欢迎
晚宴文艺演出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这是中外演员表演少
林功夫。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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